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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欄
TAIR 的未來來脈絡
廖慶榮/ TAIR 理理事長
時光⾶飛逝，台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成立已逾兩兩年年，在黃前理理事長榮村的帶領下，協會逐漸成長茁壯，⽬目前已有 85 所⼤大專院校及 170
位以上的專業⼈人⼠士加入。在這短短的兩兩年年當中，經由教育部的政策性引導，許多⼤大學皆積極與協會合作，共同舉辦實務觀摩、技術性⼯工
作坊、以及國際研討會，校務研究的氛圍已在臺灣⾼高等教育中扎根並⽇日益擴⼤大。回顧過去，臺灣的校務研究在歷經定義摸索、資料範疇
界定、建立資料庫、資料安全性確保、視覺化呈現、學⽣生學習成效議題之各種探索與研究之歷程後，校務研究的能量量已在校園內逐漸蓄
積，也為未來來校務研究發展奠定了了穩固的基礎。
值此⾼高教深耕計畫啟動之際，預期校務研究將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證據為校務決策基礎之思維(evidence-based decision)
將更更有利利⽤用於校務發展的評估與修正。各⼤大學可透過校務研究進⾏行行環境掃描(environmental scanning)，對於⼰己⾝身之定位、特性、以及
外在環境對於校內環境之衝擊，進⾏行行系統性之查核。此外，亦可善⽤用校務研究與各類科技創新結合，來來促進學校的財務發展、產學合作、
國際化教育評估、教師多元發展需求，甚⾄至進⽽而提⾼高⾼高教之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bility) 。祈願各位先進與協會⼀一同努⼒力力，共同精進
台灣的校務研究。

? 會務焦點
第⼆二屆理理事長、副理理事長及（常務）理理監事
今(2018)年年 3 ⽉月 2 ⽇日召開第⼆二屆第 1 次理理監事聯聯席會議，選任
TAIR 理理事長、副理理事長及常務理理監事。

第⼆二次理理監事會議
今(2018)年年 5 ⽉月 18 ⽇日召開第⼆二屆第 2 次理理監事聯聯席會議，
審查新申請會員名單、會址變更更案，以及出席美國校務研究協
會（AIR）2018 年年會之預算。

理理事長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長代表廖慶榮。
副理理事長:個⼈人會員⼤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劉劉孟奇主任。
常務理理事:林林博⽂文（⽞玄奘⽂文教基⾦金金會執⾏行行長）、國立清華⼤大學、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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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會址/通訊地址：依本會第⼆二屆第 2 次理理監事會議決議，
本會會址變更更於臺北⼤大安區基隆隆路路 4 段 43 號國際⼤大樓樓 12

臺灣⼤大學。

樓樓 1210 室。

個⼈人理理事:王保進（南華⼤大學教務長）、林林如貞（龍華科技⼤大學⾏行行政
副校長）、黃榮村（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金會董
事長）、張新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

² 統⼀一編號 42463517

團體理理事:中原⼤大學、⽞玄奘⼤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
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醫學⼤大學。
常務監事:團體會員常務監事代表吳正⼰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
。
個⼈人監事:何希慧（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行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蕭
⽟玉真（致理理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副主任）。
團體監事:淡江⼤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第⼆二屆秘書長:吳聰能 (亞洲⼤大學副校長)。

²

匯款專⼾戶 銀⾏行行名：台灣科⼤大郵局（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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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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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系列列專書《臺灣校務研究理理論》、
《臺灣校務研究實
務》
。彙整近年年來來臺灣校務發展現況，包含資料庫建置、
校務資料分析⼯工具、學⽣生學習之相關理理論與實務。

購書請參參閱⾼高等教育出版社網路路書店或洽⾼高教出版社
02-2388-5899 分機 185

% 會員學校研究分享-臺灣海洋大學
實務分享：產學實務與實習⽅方案之反思
國立臺灣海海洋⼤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探索職涯的鑰匙，產學實務課程與實習
由於產業變遷速度快，普遍⼤大學課程設計跟不上時代的變

•修習校外實習者較未修習者容易易找到⼯工作(如圖 2 所⽰示)。

化，因此，為了了減少學⽤用之間的落落差，國立臺灣海海洋⼤大學(以下簡
稱臺海海⼤大)⾃自 98 學年年度起，開設「產學交流實務體驗課程(以下
簡稱產學實務課程)」與「校外實習課程」提供學⽣生在就讀期間，
能掌握就業所需的知識或技能，以強化課程與產業之連結，⼤大幅
降低所學理理論與實務操作經驗之落落差，使學⽣生提早培養職場倫倫
理理，建立正確⼯工作態度，並縮短步入職場的探索期，藉以奠定實
作基礎，增進就業市場所需實務知識與就業知能。
綜上所述，在推動產學實務課程，對於學⽣生在就業率，尚無
探究修習產學實務與實習者之就業情形
為探討臺海海⼤大學⽣生參參與產學實務與校外實習課程在就業⼒力力

明顯成效，顯⽰示對學⽣生的幫助有限；⽽而校外實習課程，對於學⽣生
在就業情形，有明顯的影響。

之表現，臺海海⼤大透過修習課程類別結合教學務系統資料庫及畢業
⽣生流向資料檔，資料串串連後進⾏行行分析，發現以下重點：
•參參與產學實務課程者對於就業⼒力力無特別的趨勢(如圖 1 所⽰示)。

結合深耕計畫「三創培育，產學接軌」，培育具備專業實務⼈人才
臺海海⼤大檢討推動產學實務⽅方案的問題，發現問題可能來來⾃自於
產學實務課程之評選機制不夠完善，促使課程受限於舊式思維。
然近年年產學合作成為顯學，因此，賡續 107 年年度⾼高教深耕計畫，
臺海海⼤大將設立產學學院及深化學⽣生實習制度，引進具創業經驗業
師，進⾏行行產業議題授課，縮短學⽤用落落差，針對業界實際之⼈人才所
需，朝向培育跟上國家產業創新的未來來關鍵⼈人才。

% 會員動態
龍華科技⼤大學與致理理科技⼤大學聯聯合舉辦【2018 校務研究資

國立中央⼤大學 舉辦【TANET 2018 台灣網際網路路研討會】

料庫之建立與應⽤用研討會】（09/28）

（10/24-26）

⼀一、 會議名稱：2018 校務研究資料庫之建立與應⽤用研討會

⼀一、 會議名稱：TANET 2018 台灣網際網路路研討會

⼆二、 會議⽇日期：2018.09.28.(五)

⼆二、 會議⽇日期：2018.10.24.(三) ~ 10.26.(五)

三、 會議地點：龍華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 法⺠民⼤大樓樓三樓樓

三、 會議地點：國立中央⼤大學

（校址：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路⼀一段 300 號）

（校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路 300 號）

四、 指導單位：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四、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五、 主辦單位：龍華科技⼤大學、致理理科技⼤大學

五、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

六、 會議網址：

六、 會議網址：
https:// cis.ncu.edu.tw/SeminarSys/activity/TANET2018/

http://www.lhu.edu.tw/2018IRC/index.html#two
七、 研討會聯聯絡⼈人：

七、 研討會聯聯絡⼈人：

聯聯絡⼈人員：黃思嘉專案助理理

聯聯絡⼈人員：⼤大會⼯工作⼩小組

聯聯絡電話：02-82093211#2601

聯聯絡電話：03-4227151#57510、57512、57507

聯聯絡信箱：audit@mail.lhu.edu.tw

聯聯絡信箱：tanet2018@ncu.edu.tw

靜宜⼤大學舉辦【 2018 校務研究⾼高教深耕學術研討會-學⽣生
跨域學習 vs.社會影響】暨優久⼤大學聯聯盟校務研究分享會
（11/16）
⼀一、 會議名稱：
「2018 校務研究⾼高教深耕學術研討會-學⽣生跨域
學習 vs.社會影響」暨優久⼤大學聯聯盟校務研究分
享會
⼆二、 會議⽇日期：2018.11.16.(五)
三、 會議地點：靜宜⼤大學任垣樓樓演講廳 115 室
（校址：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 200 號）
四、 主辦單位：靜宜⼤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五、 協辦單位：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優久⼤大學聯聯盟、
靜宜⼤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靜宜⼤大學教發中⼼心、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六、 會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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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會員動態之活動，可參參閱本會網⾴頁「會員動態」，或請洽
承辦學校。

http://activity.pu.edu.tw/actnews/content.php?Sn=216

七、 研討會聯聯絡⼈人：
聯聯絡⼈人員：靜宜⼤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校務研究辦公室

² TAIIR 定期於 3、6、9、12 ⽉月發⾏行行通訊，若若有需刊登校務

賴靖怡 專案助理理

研究活動訊息或是報導⽂文章，請於出刊前 2 週提供⽂文稿，

聯聯絡電話：04-2632-8001#11143

如會員有願意提供稿件，可來來信洽詢 sec@tair.tw。

電⼦子信箱：nikilai7621@pu.edu.tw

(會員動態訊息亦將協助公告於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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